
2021 第四屆 UT OPEN 北市大

羽球公開賽 

競賽規程 

壹、活動宗旨： 

    延續 2019 UT OPEN 北市大羽球公開賽與本校常居世界羽球球后戴資

穎同學創造前所未有之體壇知名度，特辦理「2021 第四屆 UT OPEN 北市

大羽球公開賽」，藉以行銷宣傳本校運動競技專業形象，並響應政府提倡全

民運動，推廣基層羽球運動，提升羽球運動水準。 

貳、單位介紹：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

總會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臺灣休閒

運動管理協會)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活動與賽事企劃社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系學會 

五、媒體單位：緯來體育台、民視新聞 

參、競賽資訊： 

一、比賽日期：2021 年 05 月 15 日(星期六)至 05 月 16 日(星期日) 

二、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體育館(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

號) 

三、交通資訊：請詳見附件一。 

四、比賽組別： 

(一) 趣味親子組 

(二) 公開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三) 社會壯年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四) 社會青年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五) 大專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六) 國高中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七)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八)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九)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十)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肆、報名資訊(採全面網路報名)： 

一、報名日期：2021 年 01 月 20 日(星期三)至 2021 年 03 月 20 日(星期六)

止。 

※早鳥送好康：至 2 月 7 日(星期日)前報名且繳費完成，可獲得 2021

第四屆 UT Open 北市大羽球公開賽原創 Line 貼圖 

報名費用： 

組別 報名費(單位：新台幣) 

國小三年級組、國小四年級組 

國小五年級組、國小六年級組 

單打：500 元 

雙打：700 元 

國高中組、大專組、青年組 

壯年組、公開組 

單打：600 元 

雙打：900 元 

趣味親子組 800 元 

    ※報名費用包含紀念毛巾、獎狀、獎品、場地活動及保險等費用。 

        ※請於報到時繳交附件二健康聲明書並領取 2021 年紀毛巾乙件(出示

身分證件方可領取，每人限領取乙件)。 

二、報名資格： 

(一) 凡熱愛羽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每人限報 2 組。 

(二) 社會壯年組：35 歲以上，含 35 歲；社會青年組：35 歲以下。 

(三) 親子組：孩子限國小四~六年級；家長不限。若報名組數未達十組，

將不開賽。 



(四) 大專體總公告之不得參加一般組之球員限報公開組，空中大學不得

報名大專組。 

(五) 國小組高年級不能降組打中低年級，中低年級可以跨組打高年級。 

(六) 社會壯年組可以跨組打社會青年組，社會青年組則不可以跨組打社

會壯年組。 

(七) 女生不可報男生組；男生不可報女生組。 

三、報名方法及流程：(報名隊數上限為 700 組) 

(一) 請先詳閱報名簡章，確認符合報名資格，且願意遵守所有規範。 

(二) 於線上填寫報名資料。 

※報名網址： 

            繳交報名費用。(請注意帳號及戶名填寫是否正確） 

 帳號：(中華郵政 700) 0002050-0309259 

 戶名：臺北市立大學活動與賽事企劃社柯雅瑄 

※須於報名起七日內繳交報名費用，請參賽選手注意繳費期限。 

※報名截止日期 2021 年 03 月 20 日後三日內可接受取消報名且退

費，但須酌收行政手續(含轉帳)每筆報名資料 50 元，超過三日後

數不退費。 

(三) 將匯款單收據或轉帳交易明細表(照片檔)私訊至主辦單位 FB 粉專，

並與小編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北市大羽球公開賽 UT OPEN： 

 https://www.facebook.com/utopen2021/ 

※謝絕無摺存款。 

※若須開立收據，請至粉專「收據申請表」網址填寫，若未填寫恕

不接受補發。 

 

伍、競賽方式： 

一、比賽用球：YONEXAS-20 比賽級羽毛球 

二、本比賽採用 2020 年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羽球規則。  

三、比賽皆採單局 21 分制。(雙方得 20 分平分時加分，最多加至 30 分)，

11 分交換場邊。 

https://www.facebook.com/utopen2021/


四、本次比賽為混合賽制；預賽採用循環賽，複決賽則為單淘汰賽。 

五、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一) 勝 1 場得 2 分，敗 1 場得 1 分，棄權 0 分，積分多者為勝。 

(二) 兩隊積分相等，兩隊之間勝者為勝。  

(三) 三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1. (勝分和) ÷ (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 

2. 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陸、獎勵辦法： 

一、各組參賽人(隊)數達八隊以上(含八隊)，取前二名頒發獎品及獎狀。 

二、各組參賽人(隊)數達十二隊以上(含十二隊)，取前三名頒發獎品及獎

狀。 

※成績證明申請補發，每份酌收工本費 100 元。 

※詳細獎品將於粉絲專頁公告，請參賽選手敬請密切關注。 

柒、選手須知： 

一、錄取資格：以完成報名流程之手續為基準。 

二、公開抽籤與賽程公佈： 

(一) 本次大會之賽程一律採用電腦亂數抽籤。 

(二) 賽程將於 2021 年 04 月 24 日（星期六）公布於臉書粉絲專頁。 

(三) 抽籤後不得再更改球員名單。 

三、注意事項： 

(一) 各組別若未滿八人（隊）報名，將取消該組別賽程或與其他組別合

併。 

(二) 參加比賽應攜帶證明身份相關文件，或附有照片且蓋有學校印鑑之

在學證明，以備查詢，若提不出證件者，請提出可辨識身份之證明

（含網路即時傳輸之證明），否則裁判可判其棄權。 

(三) 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人（隊）以棄權論。 

(四) 凡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則取消其後續賽程資格，成績不予計算，

以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五) 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之其他賽程

不得再出賽（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

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

但如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三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

判棄權，不得異議。  

(六) 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給予 10 分鐘休息，並請務必於賽前告知競

賽組，以便調整。 

(七) 本次比賽已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如需個人意外險請自行加保。 

(八) 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大會將臨期於臉書粉絲專頁公告相關

因應措施，屆時請選手注意。 

(九) 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時，得由大會競賽組宣布，各

參加隊伍必須遵守。 

(十)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

格。 

(十一) 上述如有大會未盡之事宜，主辦單位保有終更改之權利。 

四、申訴規定： 

(一) 對球員身份有疑議時應於球賽開始雙方列隊時提出，經雙方檢查身

份證件，如有不符者則取消參賽資格，已賽部分均不計。  

(二) 如有抗議事件，除當場口頭抗議外須於事實發生後三十分內具正式

抗議書經教練簽章，送大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貳仟元整，

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抗議。若抗議成立，保證金退回，不

成立保證金沒收，不得異議，抗議時間內球賽不得停止。 

(三) 年齡問題:有疑議時應於球賽開始前向大會提出： 

1. 社會組：查驗附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正本或護照。 

2. 國小組：查驗附有照片之學生證(如無，請向註冊處申請就讀

年級證明並黏貼照片加蓋校方戳章) ，如有不符者則取消參賽

資格，已賽部分均不計。 

捌、聯絡方式 

一、Facebook粉絲專頁：北市大羽球公開賽 UT OPEN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utopen2021/ 

二、聯絡人： 

https://www.facebook.com/utopen2021/


職稱 姓名 聯絡方式 

總召 柯雅瑄 手機：0928260558 

E-mail：2021utopen@gmail.com 

賽務組 李安珆 手機：0988154160 

E-mail：2021utopen@gmail.com 

 

附件一 

 

交通資訊 

【交通位置圖】 

 

※  方式一：搭乘捷運淡水線→士林捷運站，步行至士林官邸 (中山 )

公車站，搭乘 279、 203、 285、 606、 685、 646 路公車→啟智學

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  方式二：搭乘捷運淡水線→士林捷運站，步行至捷運士林站 (中

正 )公車站，搭乘紅 12 路公車→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  方式三：搭乘捷運淡水線→芝山捷運站，步行至忠誠公園公車

站，搭乘紅 12、 279、 203、 285、 606、 685、 646 路公車→啟智

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  方式四：搭乘捷運淡水線→芝山捷運站，步行至捷運芝山站 (福

華 )公車站，搭乘 616 路公車→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附件二 

2021 北市大羽球公開賽防疫健康聲明書 

 

http://drive.google.com/file/d/1VYGo-baiOZvv3hU8faf3YQBcz4y_mRp4/view?usp=sharing

